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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咏 130：5-6

乙年耶稣复活节主日：我们坚信耶稣复活
相信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主内的兄弟姊妹：
主耶稣被举起了！主复活了，祂充满天
主的光荣！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时刻，
光辉灿烂的时刻；这是一个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的时刻。我们的主基督，天主
的话语，在祂的死亡中完全静默无语，
现在为了我们又再次说话，并为我们成
了恩赐生命的圣言。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祂已不再停留在
死亡中。我们每个信仰基督的人都被授
予使命，去向祂的门徒和全世界宣扬祂
复活的喜讯。只要我们宣扬基督的复
活，我们就能在内心中真正体会基督复
活的力量；而我们宣扬复活的行动本身
也会使我们充满喜乐和勇气。
耶稣基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
事！然而，由於我们每年都庆祝复活
节，每主日都庆祝基督复活的日子，我
们已把基督的复活当成了普通常识，以
为基督的复活是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所以一点也不感到惊愕，一点也没有意
识到基督复活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麽
关系，或者能起什麽大作用。我们在自
己的教会团体中，仍继续互相争议到底
在我们中谁比谁大，谁比谁了得。我们
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在一起时，一点也看
不到有复活信仰的我们跟没有复活信仰
的其他人有什麽两样。问题出在哪里
呢？
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我们把信仰公式化
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信仰当成了生活
中例行的「公事」，平淡无奇，甚至枯
燥乏味，没有任何的新颖和朝气。我
们主日进堂尽量坐在最後面，远远地「
望」弥撒，而不是积极地参加弥撒，
答句的回应也有气无声。在尽了主日「
望」弥撒的本份後，信仰与我们日常的
生活就再也扯不上任何关系了。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 3月 28日
今天是聖枝主日，2004年那一
年，我在領洗前的周末，參加
了候洗者的避靜，第一次手拿
聖枝，學習當時耶穌基督榮進
耶穌撒冷的景象。體會作爲一
個路人的心情。每一年的這一
天，我都會反省，我還是路人
的心情，參與這個紀念。
每一次高喊也好，高唱“賀撒
納” 響徹雲霄的歡呼聲中，
在衆人聖枝揮動下，我們是否
對自己的信仰生命多了感動？
當我們在仰望著十字架上的耶
穌基督，四周環繞著聖枝。想
想，爲何原本是用來歡迎榮進
耶路撒冷的耶穌基督，今天卻
與此聖枝及十字架，象徵死亡
的綁在在一起。每年的聖枝主
日，看到的是我的羞愧，因爲
我曾是那一位參與高唱“賀撒
納“，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最後又是高喊”殺死他！“的
那一位。
我好羞愧！我確實自覺很羞
愧，如果能上天堂，我會比任
何人更羞愧，但不必等到上天

在这复活主日，我们因此有必要澈底地看
看我们对复活的信仰到底是什麽？认真地
省思耶稣基督的死亡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这问题直接牵连到另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为我而言，耶稣是谁？这是耶稣亲自向我
们提出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玛
十六15）。在教会传统中：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除免世罪者天主的羔羊，耶稣是普
世的君王。在圣经本身的言语中：耶稣是
先知，耶稣是默西亚，耶稣是天主子，更
重要的是耶稣是天主圣言。
若我们从耶稣身为天主圣言的角度来看耶
稣的死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行
动的澈底性。耶稣基督，天主的圣言，在
生前对门徒们说了他们一直都听不懂的「
苦话」：「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交付，
被弃绝，被杀；但第三天必要复活」（路
九22）。耶稣的「苦话」是关於自己立意
要服从天父旨意的话，而且是他「必须」
说的话。耶稣的死，因此就是祂为了实践
这些「苦话」，而成了「无话」。这是一
个沉重悲痛的牺牲；这是一个慷慨赴义的
奉献。
天主圣言就是天主自己，「圣言就是天
主」（若一1）。天主的「圣言」成了「
无言」，意味着天主不只是空虚自己而成
为人，因为人到底还是一个「有」；天主
的「圣言」成了「无言」，意味着天主空
虚自己到了极点，而成为「无」。这是一
个天大的惊叹！这是一个不可思议、超乎
想像的震撼。这是一种完全、且绝对空洞
的境况。在耶稣死後，圣周五、圣周六普
世教会都没有弥撒，为的就是要我们与门
徒们在静默中去感受这种空洞的境况。感
受空洞，感受「不在」，这又是怎样的一
种感受呢？
「主复活了！主真复活了！」（路廿四6
，34）当宗徒们听到这个报告，他们的心

怎能不激动呢？他们的激动由他们行动表
达了出来；他们立刻开始往耶稣复活的
方向跑，而且以最快的速度跑！《若望福
音》有详细的叙述：「伯多禄便和那另一
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了。两人一起
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
来到了坟墓那里」（若廿3-4）。
从这个激动的快跑到一个坚信耶稣复活
的信仰，其实还有一个过程，一个静默
的过程，祈祷和反覆思索的过程，同时
也是一个痛心的过程：「这些人同一些
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祂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宗一14）。
这一个静默、祈祷和反覆思索的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对整个复活信仰的起点，
也是我们相信复活的团体的起点。
宗徒们静默祈祷和反思的过程是这样
的：耶稣死了，而且在他们毫无心理准
备的情况下，在他们什麽都还不懂的时
候就死了。《若望福音》说得很清楚：
「那时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
中复活的那段圣经」（若廿9）。所以，
他们都处在一种失落、空洞和恐慌的状
态（若廿19），甚至开始要散夥、各自
为谋的状态，因为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已
经不在了（路廿四13-21）。是因为耶稣
复活，他们才又重新找回这股凝聚力和
热忱（路廿四30-35）。因此，耶稣复
活是他们生命中真正的转捩点，扭转乾
坤的中心。因着这个转变，宗徒们才开
始反覆思索，开始回想耶稣生前所说过
的话，尤其是他们先前所听不懂的「苦
话」、「必须」说的话、和关於耶稣要
赐给他们圣神的话。
基督的复活使他们获得圣神的光照；经
过祈祷和默想後，他们现在已经懂得了
这些话的意义，并以他们的生活验证了
这些话的效率，使之成为能让他们真正

生活的动力。事实上，相信基督的复活
并非只是一个信仰问题，也是一个具有
现实意义的生活问题。复活的信仰对宗
徒们是那麽的实际和有用，所以他们可
以为这信仰而经受任何及所有形式的迫
害，甚至为这信仰殉道。对他们而言，
为基督复活的信仰所受的苦并不苦，而
是一件光荣和值得庆幸的事，并且更是
天主赐给他们的一种特别的爱的恩惠。
如同宗徒们那样，「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我们信仰存在的根基。这个信仰根基
也是我们藉以真正生活的动力；它不是
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事情，而是内在「
必须」有的、且关系到我们的「存有」
或「没有」的关键性事情。让我们祈求
复活的基督赐给我们恩宠，使我们也能
像宗徒们那样实际和有效地在复活的信
仰中活出复活的新生命，在圣神内常常
结出丰硕的果实。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今天的弥撒福音如下：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利
亚．玛达肋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
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
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
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
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禄和那另一
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人一起
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
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没有进去，只
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放在地
上。西满伯多禄随後也来到了，走进坟
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
头上的那块汗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
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
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
他们那时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
中复活」的那段圣经。（若二十1～9）

圣枝主日，耶稣苦难主日
堂，今天，我能享有基督的生
命，今天能夠獲得許多的福佑
和愉悅，還有無盡的光榮，都
是以犧牲耶穌作爲代價！我豈
不該至少和耶路撒冷的女子一
起哭泣？我怎能如此的愉悅和
消遣，享受主耶穌以傾流這麽
多的血為我們贏得生命？
祂死了，我卻虛榮的活著，卻
繼續為自己的名與利活著，或
毫無意義的活著，不願意為主
耶穌承受被輕視時所忍受的，
我依然享受“賀撒納” 響徹雲
霄的歡呼聲中，卻不願意像基
勒乃人一起，幫助耶穌基督背
祂的十字架，甚至連自己的十
字架也不情願的背！
弟兄姐妹們，仰望十字架的那
位，看看自己手中所搖逸的
聖枝，我們心中想的是什麽？
我們此時此刻是虛榮？還是，
我們明白了，這一切幸福，榮
耀，是來自這一位，願意自己
受貶抑，而我們是否依然活著

像路人一樣，一位忘恩負義的
子民。我們何時能不向基督尋
求榮耀，反而樂見自己受貶
抑，讓真正的光榮能歸於天
主？基督貶抑自己，因此天主
舉揚了祂；如果我們不為主耶
穌承受世界的貶抑，空虛自
己，依然把持不捨世界的名
號，卻也忘了耶穌的名號，我
們將會是那位無時無刻出賣耶
穌的那一位！
聖枝主日，是四旬期進入復活
三日慶之前的自我檢驗期。
榮進耶路撒冷，真正的是考驗
這一群路人；正如皈依主耶穌
基督的我們，進入信仰道路的
我們，考驗才真正開始。我們
是怎麽樣看待這位“默西亞“
？很明顯的，這位主耶穌基督
卻讓這一群人太失望了，而最
後他們居然放棄了耶穌基督而
選擇了要求釋放的是真正的罪
犯。這一群人要求的是世界的
君王；而我們對耶穌基督的期

待又是什麽呢？很明顯的，我
們也像這一群路人一樣，當祈
禱沒有獲得主的垂聼，我們開
始抱怨，甚至離棄這個信仰。
多少人皈依是爲了日用食糧，
物質生活的滿足；拒絕苦難，
拒絕十字架，更拒絕死亡，誰
能喜歡，皈依了主耶穌基督，
還要受苦，還要背如此沉重的
十字架？如果是這樣的信仰，
我們還不如選擇縱情縱欲的世
界。
2004年，那一年我是路人，今
年2021年，我卻成爲了那時我
心中認爲的瘋子，而我卻跟隨
著這位瘋子 – 耶穌基督，成
爲一個了另一瘋子？每一年當
我從大家手中收回乾枯的聖枝
時，我會自問：我死于自己了
嗎？我這一年，又白活了嗎？
生命就如此的一步一步的走向
乾枯，最後成爲灰燼。
但是，弟兄姐妹們，我們生命
還沒有到盡頭，今天我們又獲

得另一個恩寵的一年，我們又
手執新鮮的聖枝，今天手執的
聖枝變成另一堆灰土時，我們
是否準備好，讓自己真正的走
入成爲真正的基督徒。
我們做為基督的孩子，本來就
是從一個毫無關係的路人，
我們經歷了多少個四旬期？或
許只是你信仰中的第一個四旬
期，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真正的
交在主耶穌的手裏，藉著耶穌
基督來幫助我們逾越人性的軟
弱，我們很難進入生命的逾
越。逾越是從本性的生命進入
靈性的生命。我們皈依基督
的，是否依然在每天的生活
中，為自己的罪惡找代罪羔
羊？是否願意對主耶穌慷慨，
正如那位女人，將昂貴的香液
倒在耶穌的脚上，而我們也願
意將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奉獻給
主耶穌，一起走向耶路撒冷，
背負起人類的命運，苦難，十
字架，面對死亡也不讓聖枝被
自己的罪惡污染！
聖枝日，讓我們仰望十字架的
耶穌及我們所奉獻的聖枝，讓
我們不是背叛者而是十字架的
主所祝福的皈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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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在十字架上得胜的耶稣
教宗：我们对基督深感惊喜
信仰若丢失惊喜之情，等同于装
聋作哑。教宗方济各于圣枝主日
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为圣周拉开帷
幕，吁请众人恳求恩宠，好能在
受难的基督面前深感惊喜。基督
在十字架上体尝到被天主舍弃的
滋味，却救赎了我们并战胜死
亡。「胜利的圣枝乃是经由十字
木架而来」。
（梵蒂冈新闻网）面对基督的
爱，请从惊喜之情重新出发。教
宗方济各于3月28日圣枝主日在梵
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主持
大礼弥撒时，发出了这项呼吁。
这台纪念主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
感恩祭，为圣周拉开了序幕。这
段时期的礼仪伴随著我们从迎接
主耶稣骑著驴子进圣城的喜悦，
到目睹祂获罪受刑的痛苦。
教宗在讲道中说：「我们要从
惊喜之情重新出发；仰望十字架
上的耶稣，对祂说：『主，祢多
么爱我！我对祢来说多么珍贵！

』我们要接受耶稣带给我们的惊
喜，好能重新生活，因为生活的
伟大之处不在于拥有财物或功名
成就，而在于发现自己被爱。这
是生活的伟大之处：发现自己被
爱！生活的伟大之处即在于爱的
美好。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
上，我们看见受屈辱的天主、全
能的天主沦为被舍弃的那位。而
因著惊喜之情的恩宠，我们明白
在生活中接纳一名被舍弃的人、
亲近一名受屈辱者的同时，我们
便是爱耶稣：因为祂临在于卑微
弱小者、被拒绝的人，以及那些
遭到我们如同法利塞人一般的文
化谴责的人身上。」
当天福音中深感惊喜的人是站在
十字架对面的百夫长（参阅：谷
十五1-39）。这名罗马士兵看见
精疲力竭的耶稣在咽下最后一口
气时依然去爱，遂宣认了他的信
仰：「这人真是天主子！」天主
的胜利在于十字架，这令跟随的

人失望。他们寻求的是「默西亚
的形象，而非默西亚本人」；他
们期待用刀剑打败罗马人。天主
所揭示的则令他们感到惊奇，因
为天主只靠爱而非武力的力量为
王。
教宗强调，基督徒的惊喜之情
不同于世界的钦佩赞叹。「今天
也有许多人敬佩耶稣：祂说的很
好，祂力行了爱与宽恕，祂的榜
样改变了历史。这些人敬佩耶
稣，但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改变。
因为光是敬佩耶稣还不够，还需
要追随祂的芳踪，接受祂的挑
战：从敬佩进入惊喜」。
看到全能者变得无足轻重，目
睹万王之王以十字架作为祂的宝
座，听到前呼后拥迎接耶稣的欢
呼之声变成要把祂钉在十字架上
的喊叫声，这令我们惊讶。然
而，这一切的羞辱为什么会发生
呢？教宗答道，这是「为了触碰
我们人性的最深处，不让我们

教宗接见罗马墨西哥公学师生
促抵御世俗精神的诱惑
教宗方济各3月29日在梵蒂冈接
见罗马宗座墨西哥公学的师生。
教宗勉励他们认真反思教会圣职
职务的圣召，抵御世俗精神的诱
惑，让自己在天主的慈悲中获得
陶成，扩展自己的胸怀去拥抱被
排斥的人。
（梵蒂冈新闻网）“在一个饱受
暴力和不平等折磨，并因疫情大
流行伤痕累累的社会中，司铎蒙
召携带著‘温柔、修和与友爱’
的目光，从而与那‘默视我们’
的上主的眼光相一致。”这是教
宗方济各3月29日在梵蒂冈接见
罗马宗座墨西哥公学师生们勉励
的话。教宗强调，真正善牧的形
象，就是“每一位司铎要对托付
于他的羊以及迷失的羊怀有真实
的慈悲怜悯”。同样重要的是，
循循善诱地规劝信友省察并改正
自己的缺失，不要轻视世俗诱惑
的影响。
教宗向师生们说，在司铎“持
续陶成培育的过程中要整合学
术知识、灵修、人格和牧灵
的各个方面”。教宗提醒，与
此同时，在陶成培育的过程中
要“意识到个人与团体的缺
失，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纠
正疏忽和缺失”。教宗告诫他
们“不要轻视世俗的诱惑，它
会让我们丧失自我反省意识，

而导致以自我为标准的态度、
消费主义以及逃避责任的多种
形式”。教宗解释道，世俗主
义是“腐败之门”。
接著，教宗谈到当今的问题。
在面对失去希望、尤其是在青
年和腐败的情况中，教宗期勉
墨西哥公学的师生们效法圣母
玛利亚的榜样，以母亲的温柔
反映出“接纳所有人”的天主
之爱。因此，没有人会排除在
我们的关怀和祈祷之外，鼓足
勇气走出去与人相遇，不要坐
著不动。教宗肯定地表示：“
教权主义是一个腐败。”
在谈到修和时，教宗表示，牧
者蒙召去帮助“重建人与人之
间互相尊重和有建设性的关
系”，因此，有必要向所有人

印尼主教座堂遭袭击事件
教宗方济各为受害者祈祷

教宗在诵念三钟经前，为印尼袭
击主教座堂事件的受害者祈祷。
他也吁请信众效法母亲玛利亚，
在心中保持信德之灯的火焰常点
燃。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3月
28日圣枝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
弥撒并带领信众诵念三钟经。念
经前，他说，我们是第二次在更
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在疫情背景
下度过圣周。教宗提醒我们，希

望乃是将我们的目光转向圣母玛
利亚。她走过苦难之路，在心中
保持信德之灯的火焰常点燃。
教宗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圣母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会向我
们展示，她也是耶稣的第一个门
徒”。她跟随她的圣子，背负了
自己的痛苦、黑暗和迷惑，她走
过苦难道路，在心中保持信德之
灯的火焰常点燃。“因著天主的
恩宠，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教宗接见罗马墨西哥公学师生。
提出忠告，“让我们与天主和
好”，并致力于恢复正义。
随后，教宗提醒在现今的社会
应促进兄弟情谊。教宗表示，
在面对社会网络和大众媒体全
球化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
一个共同和团结的愿景，它推
动我们建立友爱，使我们能够
突出文化内部和教会世界中彼
此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要点”。
教宗强调，我们还必须鼓励信
友与全世界人民合作尊重我们
的共同家园，作新世界的建设
者。
最后，教宗向圣母和大圣若瑟
祈祷，祈求他们关怀照料墨西
哥圣职人员和罗马宗座墨西哥
公学的全体师生。
在走“日常生活中的苦路”时，
教宗表示，没有他人的协助“
我们无法走的更远”，即使起
初我们可能有基勒乃人同样的想
法，“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
是我？’但随后我们将会发现，
那不是因我们的功劳而赐予我们
的恩典触及了我们”。
接著，教宗念及暴力受害者。
他说：“让我们为所有暴力受害
者，尤其是今天早上在印尼望加
锡主教座堂外发生的袭击事件的
受害者祈祷。”
加强圣堂周围的安全措施
（梵蒂冈新闻网）恐怖日历持续
不断的挨著礼仪日历。这是意大

教宗主持圣枝主日大礼弥撒。
感到孤单」；这是「为了拯救我
们」。「耶稣亲身体验到我们撕
心裂肺的矛盾处境，以这种方式
使之得到救赎，得到转变」。因
此，我们需要让天主圣爱来感动
自己，摆脱「流于惯例的信仰、
在悔恨和失望中裹足不前的生
活」，向圣神敞开心扉，恳求祂
赐下感到惊喜的恩典。

教宗最后表示：「祂的爱亲近我
们的脆弱，直达我们深感羞耻的
地方。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
单：在每个创伤、每个恐惧中，
天主都与我们同在；任何罪过都
没有最后的话语权。天主大获全
胜，而胜利的圣枝乃是经由十字
木架而来。因此，圣枝与十字架
密不可分。」

全球天主教徒人数统计
增长至13亿4500万人
2018年至2019年之间，全球天主
教徒人数占世界人口的17.7%。
在同一时期，司铎人数有所增
长，但是修生、会士和修女人数
有所减少。执事人数也呈增长趋
势。
（梵蒂冈新闻网）自2018年以
来，全球天主教人数增长了1600
万人。这是《2021年圣座年鉴》
和《2019年教会统计年鉴》中摘
取的资料。这两本年鉴由圣座国
务院教会中央统计处编辑、梵蒂
冈印刷厂印刷出版。
根据统计资料，截至2019年，全
球天主教人数有13亿4500万人，
占世界人口的17.7%。对地理分
布的分析显示，在2018年至2019
年两年期间，非洲天主教徒增
长3.4%，亚洲1.3%，大洋洲为
1.1%，美洲为0.84%，而欧洲则
略有下降。到2019年底，地方教
会主教人数总计5364位。
在2018年至2019年两年期间，司
铎人数有所增长，总共为41.4336
万人，增加了271人。比如，司
铎人数在非洲的增长率为3.45%
，亚洲为2.91%，在欧洲和美洲
则减少了1.5%和0.5%。但是全
球司铎圣召人数仍在减少，司铎
候选人下降了1.6%，从2018年的
11.588万人减少至2019年11.4058
万人。相反地，终身执事人数则

出现重要且令人鼓舞的增长趋
势，在2019年，增加了1.5%。在
五大洲中，执事人数为4.8238万
人，美洲和欧洲的执事人数增长
了1.2%，大洋洲有481位。
全球修会的非司铎会士人数有所
减少，从2018年的5.0941万人减
少到2019年的5.0295万人。同样
地，修女人数也在减少。全球修
女人数从2018年的64.1661万人降
至2019年的63.0099万人，相对下
降了1.8%。尽管修女人数在非
洲大陆增加了1.1%(从2018年的
7.6219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7054
万人)、在东南亚增长了0.4%（
从17.0092万人到17.0754万人），
而其它三个大陆却明显减少，修
女在美洲的人数从16.0032万人减
至15.4717万人，在欧洲的人数从
22.4246万人至21.6846万人，在大
洋洲从6999人降至6718人。

利援助苦难教会负责人蒙泰杜罗
对3月28日印尼望加锡耶稣圣心主
教座堂外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事
件的痛苦评论。蒙泰杜罗表示，
希望警察部队能加强安全措施，
以保障信徒安心地参与圣周和复
活节的礼仪。
据印尼国家警察局局长称，这两
名袭击者可能隶属于“神权游击
队”（JAD），该组织与自称为伊
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有关联，被指
控在印尼制造了多起袭击事件，
包括袭击圣堂。望加锡总教区在
一段视频讯息中，邀请司铎和信
友“保持冷静和警惕”并祈祷。
援助苦难教会收到印尼主教团经

济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一份由尤
沃诺主教署名的声明。声明中写
道，向伤者表达关怀之情，并明
确指出“自杀式袭击事件不仅给
天主教徒带来影响，也给整个国
家和印尼带来影响”。主教团委
员会指出，“我们坚定地谴责袭
击事件，这有损人性尊严和破坏
人类价值观”，并且加长了我们
心爱的国家恐怖袭击事件的清单。
该委员会邀请“所有天主教徒和
全国人民”保持冷静。“我们坚
信，政府、印尼武装部队和国家
警员能解决这一事件，并为印尼
社会，尤其是望加锡人民建立一
个和平与令人安心的环境”。

全球天主教
人数增长。

Xian Feng Bao

20

HERALD April 4, 2021

隆廖炳坚总主教复活节献词
基督复活带给我们肯定希望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廖炳
坚总主教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我
们的希望与我们的复活。诚如耶
稣所言，他的确复活了。我们纪
念主的逾越节，是要聆听他的圣
言，庆祝他的复活，然后我们将
有肯定的希望，分享他战胜死亡
和同他在主内生活。
廖总主教在庆祝今年复活节的献
词中说，通过复活节美好的礼
仪，我们被提醒要把希望寄托在
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血液、灵
魂以及神性上。我们的希望和永
生只是落在他的个人。
贯穿教会的礼仪季节，“希望”
一直是经常与不断的主题，因为
对基督的希望乃是每个基督徒生

命的福音之中心思想。当四旬期
开始时，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赫然出现的不确定中，
神圣季节是希望的时候。
今年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笼
罩下庆祝的第二个复活节。一
年前，全国实施行动管制令和封
城，我们不能在教堂庆祝圣周和
复活节弥撒，一年后，我们还是
处在疫情大流行中，但展现了希
望，现在情况会比较好些。
我们能够在复活逾越节三日庆重
开教堂，马来西亚已经获得了疫
苗，而疫苗接种计划也已开始。
这些活动显示了一线的希望，疫
情大流行将在不久之后消失。随
着疫苗接种的开始，隧道的另一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
端已出现光芒。
就像圣保禄所说的：“如果基督
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假

施恩天主教祝圣圣油弥撒
勉励神父为基督苦难作证
（槟城讯）槟城教区年度祝
圣圣油弥撒于3月23日晚上，在
大山脚的圣妇亚纳圣殿举行，
并由主教施恩天主持。
教区祝圣圣油是年度盛事，
并由主教主持，目的之一是让
神父重申他们的晋铎誓愿，为
主及主的子民服务，克尽职
守；其二是要祝圣教区全年使
用的圣油。圣油有三种：为候

洗慕道者准备的圣油、病人敷
油圣事用的圣油以及在圣洗领
坚振和圣秩圣事中使用的圣
油。
施恩天主教于证道时谈到作
为基督苦难的见证者（见伯多
禄前书 5：1-12）。
伯多禄说“我这同为长老
的，为基督苦难作证的，以及
同享那将要显示的光荣的人”

施恩天主教祝圣圣油。

。
主教指出，作为主教和神
父，不论我们的年龄大小都被
看作长老，而就如伯多禄所说
的，我们的挑战都要为基督的
苦难作证，以及做群羊的模
范。
教会的力量和脊骨，即它的
最大的资产乃是那些每天背着
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人
包括了神职人员，主教、神父
和执事、修士修女以至平信
徒。荣耀将会在最后降临。
主教说，今晚我们祝圣圣
油，圣油将供洗礼、领坚振、
神父晋铎与主教晋牧、以及病
人傅油之用。圣油是用于一批
特选的人，他们是负有特殊使
命的群体，成为基督的使徒。
主教证道之后，全体神父重
申他们晋铎时所作的誓愿，接
着由主教祝圣三种圣油。当祝
圣时，主教也把末香加入橄榄
油，并加以搀和；搀和的圣油
象征了圣神的临在。
在圣殿参加弥撒的除圣职人
员外，还有部分教友。

砂当局批准圣周期间
疫情绿黄区教堂开放
（古晋讯）为了让天主教徒能
够庆祝由3月28日起的圣周，
砂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允许
疫情绿区和黄区的教堂开放，
惟容纳人数仅限50%，同时，
必须保持至少一米的人身距
离。
至于疫情红区和橙区的教堂还
是维持不开放予公众。然而，
圣周期间（圣枝主日到复活
节），教堂被允许进行朝拜或
弥撒，最多仅限20名指定的人
撰文：李莲香
(亚庇讯) 圣母军的检阅典礼通
常在每年的3月25日（圣母领报
日）前后数天内举行，讓军友们
重新向圣母重新宣誓效忠，并从
圣母那里领受神佑和祝福，继续
与恶魔搏斗。去年因新冠疫情爆
发，聖母军的各种活动如检阅典
礼、交流会、例常周会皆受影响
而暂停。 最近，本州疫情有些
减缓，在復厡行动管制令下，教

（可有线上直播或没直播）。
而各教堂必须交上名单给其他
宗教事务单位，再由当局提交
给警方。所有区域的宗教活动
不得超过晚间10时，而复活节
前夕守夜礼除外。
针对上述决定，砂联合教会主
席，也是天主教古晋总教区总
主教傅云生深表感谢，即允许
疫情红区和橙区的教堂在圣周
期间进行朝拜或弥撒，最多可
派20名教会领袖。

古晋总主教傅云生。
他了解到，大部分的教堂都在
疫情红区和橙区，而砂其他宗
教事务单位允许教堂在最多20
人的情况下举行朝拜和弥撒，
是让基督徒可庆祝圣枝主日、
主的最后晚餐、受难日、复活

亚庇圣母军教会之母区团
办检阅礼庆祝圣母领报节
會活動也逐渐活跃起来。
3月24日晚上， 隶属亞庇教會
之母區團的十六个支团（十三
个成年支团与两个青年支团）
共一百五十位军友，在新常態
下出席假聖心座堂舉行的检阅
典礼。今年的典礼因要遵守防

疫措施，一切从简，没有游行
进堂。当天军友们都穿着白上
衣整齐的服装出席該隆重的典
礼。七时正，大家齐心高唱军
歌后，典礼便开始了。
首先，区团长关少云兄弟带领
念开会经，副团长李莲香姐妹

的，你们还是在罪恶中。”（格
林多前书 15：17）的确，如果
我们坚信复活的基督，则我们也
必藉由基督而复活。我们必须继
续依靠那位为我们背十字架的基
督，并喜悦和积极地等待基督的
第二次来临。他将救赎我们，他
将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希望和
永生！
目前，我们面对新冠疫情的挑
战，许多人失去了职业，不能照
顾家人；也有人和配偶失和；许
多人遭遇了精神健康问题以及其
他的困境。但在挑战时期也有机
会的出现，在此大流行时期，我
们应面对挑战，响应上主的召叫
去传播希望。

我们许多人已经在为身边的人提
供希望，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粮
食，拜访病人，教导要理，为教
堂的各种事工服务以及其他慈善
工作；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代做
的事情，让我们细心的去找出需
做的好事。
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依照天主的
肖像形成，我们可以在穷人、孤
儿及老人，以及残障者、我们的
朋友及家人，甚至在陌生人，都
能看到天主的脸。我们必须通过
生活、我们的信仰和通过我们的
善心工作，显示出天主的脸，好
让他人看到上主的爱是真的，并
在我们每个人表现出来。
总主教说，亲爱的教友们，即使
我们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经验了种
种的事情，现在让复活节基督
复活的经验，带给我们所有人希
望。我们是复活节的人，让我们
继续高歌阿肋路亚。
我祝福大家复活节蒙福。愿我们
的复活基督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希
望泉源，并从而响应召叫，成为
向周围的人传播希望。

亚庇总主教黄士交主持弥撒
祝圣圣油加强与主联系
（亚庇讯）亚庇总主教黄士交于
3月29日，在此间圣心主教座堂举
行亚庇总教区的年度圣油弥撒，
参加的神父有41位和一位执事。
这是受到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的
第二年圣油弥撒，去年更因行动
管制令的严厉执行，致圣油弥撒
不能举行。
今年为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弥撒
礼仪有所精简，神职人员皆需保
持人身距离。
总主教于证道之后，便率领在场
的神父们重发他们晋铎时所作的
誓愿，忠心为主作证，履行他们
的牧职。
黄士交总主教说，我们不论身在
何处，都藉由圣神的力量和耶稣
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不可动摇
及不可破坏的关系。
他说，圣油弥撒向我们重新保证
及提醒我们，耶稣是临近我们
的，同时耶稣藉教堂的圣祭，行

节前夕及复活节的相关朝拜和
弥撒。
这么一来，在最神圣的一周
中，教堂将不会关闭，并且在
冠病大流行期间，基督徒仍有
祈祷和朝拜的机会。对基督徒
而言，圣周是教会礼仪中最神
圣的一周。
尽管疫情红区和橙区不允许有
教会集会，但圣职人员在这圣
周期间，可以为天主子民代
祷。
由于目前处于疫情红区，但获
准开放，因此，他强调，他们
在所有教会的社会责任是严格
遵守当局规定的标准作业程
序。
带领诵念玫瑰经，接着由指
导神师羅志康神父讲解奉献自
己于圣母的意义。他说圣母军
就像古罗马的军队一样，仿效
军队自律的精神，以聖母爲统
帅，以玫瑰经爲武器，战胜魔
诱。聖母军的军徽显示无玷聖
母脚踏蛇头，象征军友仿效聖
母的信德，以爱主爱人的精神
作战。他劝请军友不受外面诱
惑而影响自己对天主的信赖。

黄士交总主教祝圣圣油。
使他的美妙的救赎神功。耶稣就
在我们身边，触摸来我们，圣油
弥撒就是涉及耶稣亲切与爱心的
触摸。
随后，黄士交总主教祝圣了三种
圣油， 即是：为候洗者准备的圣
油、病人敷油用的圣油以及圣洗
领坚振和圣秩圣事用的圣油。

吉隆坡圣若望主教座堂
从圣周四开始重启弥撒
（吉隆坡讯）由于圣若望主教座堂主任雷
纳德蒙席于3月22日确诊新冠病，以及一名
教友较早前在该座堂参加了主日弥撒后，
也被确诊患了新冠肺炎，致令该堂从3月28
日的圣枝主日开始暂停所有的公开弥撒。
根据该堂的通告，廖炳坚总主教在总教区
防疫危机工作队的建议下，主教座堂将由
复活节三日庆典的圣周四主的晚餐（4月1
日）开始，恢复公开弥撒。
总教区防疫危机工作队是根据我国卫生部
的建议和现有的资讯，即轻微及中度症状
的患者于出现症状之后，其感染性不会超
过10天。
通告说，由于圣周四主的晚餐已经落在上
述的感染期之后，同时该堂也无出现其他
的患者，防疫危机工作队认为将可安全的
重启公开弥撒，但参加者须遵守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总教区的安全
指南。
廖炳坚总主教已经同意，他将主祭该堂的
复活节三日庆弥撒和复活节主日的弥撒。
该堂主任雷纳德蒙席目前继续接受医疗观
察和自我隔离，他的情况保持稳定。请教
友继续为他的早日痊愈祈祷。

Xian Feng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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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加锡主教座堂自杀式袭击
与菲伊斯兰激进分子相关
袭击主教座堂的恐怖分子之一隶
属“伊斯兰国祈祷团”，该组织曾
于2019年针对霍洛主教座堂进行恐
怖袭击而闻名。该组织多名成员在
西努沙登加拉省松巴哇岛被捕。
雅加达（亚洲新闻）- 对望加锡主
教座堂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与
菲律宾伊斯兰激进组织相关。印
尼警察局长普拉博沃证实，两名
恐怖分子中至少有一人隶属“伊
斯兰国祈祷团”（Jamaah Ansharut
Daulah）。普拉博沃指出，“‘伊
斯兰国祈祷团’曾在菲律宾霍洛组
织炸弹袭击”。这里指的是2019年
1月27日的恐怖袭击，当时两枚炸
弹在霍洛（苏禄）卡梅尔山圣母主
教座堂爆炸。菲律宾政府宣布，效
忠ISIS的‘伊斯兰国祈祷团’一名
印尼成员参与此次袭击。位于印尼

望加锡主教座堂。
总统佐科谴责袭击教堂。
的“伊斯兰国祈祷团”多起印尼、
菲律宾教堂袭击事件负责。
日前的自杀式袭击恰恰在圣枝主日
弥撒结束时发生，仅导致两名疑似
恐怖分子（一男一女）死亡，20名
信徒受伤，包括阻止两名袭击者进

耶路撒冷大流行黑暗过后
复活节是生命的新起点

1000余名信友与宗主教皮扎巴拉
一起参与橄榄山游行。这象征着“
对恢复正常、相遇、现实生活的渴
望”。朝圣将“逐渐恢复”，而学
校“也随着部分运作的Dad”。教
宗伊拉克“勇敢”之旅。必须努力
才能使犹太世界参与其中，“但这
需要时间”。
耶路撒冷（亚洲新闻）- 圣地教
会经历了“一个新的开始：当然必
须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未恢复以
往的人数，但我们正在逐步恢复大
流行过后的生活”。耶路撒冷拉
丁礼宗主教皮扎巴拉（Pierbattista
Pizzaballa）向《亚洲新闻》这样指
出，并讲述了经过几个月的关闭和
线上弥撒后，在橄榄山上进行的游
行和圣枝主日弥撒。他表示，“当

橄榄山上圣枝主日游行。
时气氛热烈，我们没想到会有这
么多人。至少有1500人，有人说
3000人，不管怎样当时确有很多
人，这象征着对恢复正常、相
遇、现实生活的渴望。”
宗主教解释说，在圣周和复活节
来临之际我们希望能够面对面举
行，尽管“我们的教区存在着非
常不同的现实：巴勒斯坦和约
旦由于（新冠）大流行的严重打
击仍面临严重的封锁，而其他诸
如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等地区的情
况正在慢慢好转，并恢复正常生
活。”他补充说，“我喜欢将耶
路撒冷视为一个开辟道路的城
市…被钉十字架已经发生，我们
正在等待复活。”

苏拉维西教堂恐怖袭击后
教会圣周保持谨慎警惕
雅加达（信仰通讯社）—西加里
曼丹省首府坤甸总主教区主教奥
古斯丁∙阿格斯蒙席就望加锡教
区耶稣圣心堂在圣枝主日遭恐怖
袭击向本社发表声明指出，“针
对圣堂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已经多
次发生了。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犯
罪计划究竟是什么。没有财政支
持和网络、组织的协助是不可能
发生的。我相信，是到了国家安
全部门采取果断行动，同此类恐
怖犯罪作斗争的时候了”。阿格
斯主教继续强调，“是到了采取
紧急措施制止此类非人行径的时
候了。当一个人丧失了伦理道德
良知、通过恐怖行径剥夺他人生
命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被压

制、堕落到了残暴。显而易见，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会教导人去剥
夺他人的生命”。
印尼主教团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执
行秘书赫利∙韦伯沃神父向本社
表示，“应加强推动抵制恐怖行
径的措施、在印尼人中推动促进
和平与宽容。这是抵制激进意识
形态的关键所在”。同时，国家
安全部门应该“采取严密的措施
铲除宗教极端激进势力，后者传
播针对其它宗教团体的仇恨和煽
动性讲话”。而“国家最高领导
人阐明立场至关重要：国家的任
务是伸张正义；宗教领导人的任
务是促进宽容、包容的人性价值
观。这也是教宗通谕《众位弟

为再次发生”。
宗教事务部长库马斯表示，此
次炸弹袭击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宁
静。他希望警方尽快找到这种可
恶行为的主谋。
印尼教会共融（PGI）主席戈马
尔·古尔托姆指出，此次袭击
事件又一次加长了印尼的暴力
和恐怖行为清单。其他投诉和
谴责来自诸如PMKRI、Pemuda
Katolik、WKRI、FMKI等天主教
组织。
宗座总代牧帕语克（Joni Payuk）
神父强调了基督教团体对“这种
恐怖行为”的坚决谴责。无论潜
在的原因是什么，这种行为都是
不公正的。”
他补充指出，“我们还希望鼓舞
天主教团体，使其积极地在全体
印尼公民之间弘扬博爱精神。这
对于确保民族团结，排除任何危
害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或思想尤
为重要。”
主教座堂本堂塔拉克神父认为，
在望加锡市有1400名信友。 “其
中有80％的人是中国裔，其余的则
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托拉贾、
万鸦老、东努沙登加拉、爪哇”
。

入教堂的警卫。目前尚不清楚这两
人是否是夫妻。
如果警卫Cosmas未能阻止袭击
者，那将是一场大屠杀。相反，心
生疑窦的Cosmas走向站在教堂侧
门入口处的两人，他们随即引爆了
放在高压锅内的炸弹。

多方纷纷对袭击提出谴责。总统佐
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视
频讯息中表示，已命令警方将恐怖
主义网络的“连根拔起”。他补充
说，恐怖主义是一种危害人类罪，
无关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反对恐
怖主义…国家将不允许这种恐怖行

经过数月的在线弥撒、新冠病毒
引起的距离和恐惧，人们意识
到“一起祈祷和团体的需求。”
皮扎巴拉解释说，“圣地亦遭大
流行的他补充说重创，造成死亡
和社会伤害。这使我们抬起头来
并明白我们需要天主。我们不仅
依靠身体的健康为生，尽管疫苗
是必不可少且必须接种的，但我
认为将其与救赎一词联系在一起
是错误的。真正的救赎是另外一
回事。”
受大流行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宗教
旅游业、朝圣和学校。这对于该
地区教会和基督徒生活两个重要
的基本要素。他强调，“我们将
在今年年底之前看到复苏，但这
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
是以与疫苗有效性相关的协议及
绿色护照为基础。然后还有旅游
的恐惧、更高的费用，但我也相
信这些情况将逐步解决。”
宗主教继续表示，大流行不仅带
来了死亡，“还造成学校的悲
剧：我们的学生确实损失了两年
时间，远程学习（Dad）只能勉
强运作。此外，还有经济后果，
由于孩子们不上学，其家属便无
法支付学费，但却是不能不支付
教职工的薪水。这一切都造成了
非常严重的情况，在大流行之前
便有端倪可循，但卫生紧急情况
加剧了这种情况。我们仍正处于
混乱之中，且尚未结束，我希望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对未来
有更清晰的想法。”

菲律宾庆祝福传五百周年
迎接复活瞻礼与开启禧年

兄》教导我们的”。
在政府宗教事务部担任公教团体
事务顾问的天主教徒萨莫德罗向
本社表示，“我们蒙召保护我们
和睦相处的根基，即建国五项原
则、维护社会中的人性价值观”
。“印尼不是宗教性的国家，而
是非宗教性的。天主教会领导人
应该保持冷静、不要陷入惊恐。
不必要取消所有的礼仪活动、不
要给恐怖分子达到制造恐慌目
的的机会”。同时，也强调“在
迎接复活节和圣周期间要保持冷
静、谨慎和警惕”。
最后，萨莫德罗强调“宗教事务
部正在竭尽全力协调各个政府部
门和治安机构的工作。在复活节
和穆斯林斋月之际，保障宗教活
动场所的安全”。这也“需要全
体印尼人的支持和配合，充分展
示出一个民族团结的勇敢态度”
。

马尼拉（信仰通讯社）—菲律宾
二O二一年的复活瞻礼正值隆重
庆祝基督信仰传入菲律宾五百周
年纪念之际。为迎接这一重大盛
世，教会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庆祝
活动，旨在“感谢上主赐予信仰
恩典，也是菲律宾世世代代在五
个世纪中承传的”。复活瞻礼之
际，教会将正式隆重宣布庆祝福
传五百周年禧年。
四月四日复活节之际，教会将在
全国各地开启禧年圣门，各教区
一百多座圣堂被指定为“圣门”
。
福音抵达菲律宾的初站东萨马尔
省伯龙安教区主教克里斯潘∙瓦
克兹蒙席为此发表牧函，感谢世
世代代的信仰承传、为人父母者
为向孩子们传播信仰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感谢司铎、修女、

菲律宾庆祝福传五百周年。
传教员和无数男女老少为了福传
做出的具有创造性、孜孜不倦的
努力。
为迎接福传五百周年纪念，菲律
宾中部霍蒙洪岛种植了五棵树以
示纪念基督信仰传入菲律宾五百
年。霍蒙洪岛将是本次庆典的中
心，因为葡萄牙人麦哲伦于一五
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抵达这里，标
志着基督信仰正式传入菲律宾。
天主教会还将于四月十四日在
宿务总主教区纪念第一次圣洗圣
事。并将于四月召开国际传教大
会、第二届全国传教大会。数千
万海外菲律宾移民劳工也将踊跃
参与庆典。
菲律宾1.08亿人口中天主教徒达达
九千多万，占人口的86%，遍布
全国86个教区。

方济各会士呼吁国际社会
缅甸已是恢复和平的时候
曼谷（信仰通讯社）—代表着世
界116个国家和地区内大约12,500
名方济各会士的方济各小兄弟会
总会长迈克尔∙佩里神父致函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充分
表达我们对缅甸数百万城市正在
上演的压制的痛心和严重忧虑”
。“缅甸的方济各会士们亲历了
安全力量的残暴和他们制造的不
安全”；强调了“每天不断增加
的暴力”。信中谴责“平民的死
亡、数千和平示威抗议的人被强
制关押、法律保护被摧毁、限制

互联网和传播、压制缅甸人民在
二O二O年十一月选举中自由表
达的意愿”。在缅甸的方济各会
士们要求全世界的方济各会士为
缅甸人民祈祷。
方济各会士的信中继续表示，“
国际社会是到了一致、果断行动
起来恢复和平与民主的时候了，
避免进一步的生命损失、财产被
毁、保障恢复缅甸民主政府”。
最后，“愿缅甸人民再次尝试民
主、目前危机能够找到和平与持
久的解决办法”。

